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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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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金辰股份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502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25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796

证券简称：凯撒旅业 公告编号：

2020-058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956

证券简称：西麦食品 公告编号：

2020-019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义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刘杨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873,346,154.77 1,740,454,323.02 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2,160,494.92 926,501,011.42 1.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46,472.71 2,758,334.71 1,279.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1,338.96 -207,931.16 992.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248.30 -552,761.39 -128.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9,488,884.12 211,451,642.23 -2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38,094.83 23,656,124.39 -3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657,263.47 22,941,267.74 -49.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2.62 减少0.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2 -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2 -36.3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455,515.7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

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

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

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

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5,703,036.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82,512.57

所得税影响额 -895,207.84

合计 3,580,831.3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86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李义升 50,015,692 47.28 50,015,692 质押 7,760,000 境内自然人

营口金辰投资有限公司 6,497,400 6.14 6,497,4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延 5,069,400 4.79 5,069,4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军 4,830,000 4.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558,406 3.36 0 无 0 未知

宁波辽海华商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3,049,300 2.88 0 无 0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丰晋信智造先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717,805 1.62 0 无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15,420 0.96 0 无 0 未知

上海祥禾泓安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30,530 0.60 0 无 0 其他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庚价值灵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72,980 0.45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李军 4,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3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低碳先锋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558,406 人民币普通股 3,558,406

宁波辽海华商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049,3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9,3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智造先锋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17,805 人民币普通股 1,717,80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清洁能源产业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15,420 人民币普通股 1,015,420

上海祥禾泓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0,530 人民币普通股 630,53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灵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2,980 人民币普通股 472,980

华夏基金华益3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70,280 人民币普通股 470,280

华夏基金－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险组合－华夏基金－大家人寿价值型股票

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63,374 人民币普通股 463,374

陈俊兰 444,3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义升与杨延为夫妻，杨延为营口金辰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其他

未知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较期初发生重大变动情况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 变动比例（%）

应收款项融资 160,690,021.98 118,317,924.49 35.81

预付款项 50,588,912.80 31,212,460.24 62.08

其他应收款 11,137,617.49 6,130,383.54 81.68

应付票据 91,376,176.92 68,226,702.30 33.93

应付职工薪酬 10,405,054.19 18,824,183.66 -44.73

本报告期末应收款项融资较期初增长35.81%， 主要是由于收取银行承兑汇票增长所

致；

本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期初增长62.08%， 主要是由于采购预付材料款及配套设备款

增长所致；

本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长81.68%， 主要是由于投标保证金和暂付款增加所

致；

本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期初增长33.93%， 主要是由于应付供应商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本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44.73%， 主要是由于支付年终奖金及销售提成

款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损益较上年同期发生重大变动情况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59,488,884.12 211,451,642.23 -24.57

营业成本 95,907,253.18 134,184,710.98 -28.53

税金及附加 2,497,879.69 1,463,597.40 70.67

研发费用 13,844,480.51 8,487,592.93 63.11

信用减值损失 1,315,168.25 -2,082,386.21 -163.16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4.57%，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客户现场安装调试验

收迟滞所致；

本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28.53%，主要同营业收入减少；

本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70.67%， 主要是由于本期实缴增值税增加

引起相关附加税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63.11%，主要是由于光伏电池工艺设备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163.16%，主要是由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增加等因素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义升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江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薛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潘敏

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8,706,228.96

1,282,735,

080.33

-4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4,217,649.65 30,233,022.39 -31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8,364,684.80 -10,754,285.20 535.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93,331,016.98 -63,945,065.69 358.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0 0.0377 -312.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0 0.0377 -312.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5% 1.36% 1.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247,721,388.61

6,514,957,

834.48

-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330,786,532.28

2,391,558,

987.41

-2.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773.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35,192.9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1,515.1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96,429.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30,317.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558.53

合计 4,147,035.1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8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

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13% 201,774,088 0 质押 148,979,205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59% 197,435,608 0

质押 197,430,045

冻结 3,603,605

上海金辇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金辇精

选2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0% 44,165,014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40,187,803 0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3% 15,503,875 0 质押 15,500,000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1.87% 15,039,178 0

建投华文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6% 13,300,000 0

新余玖兴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7% 11,000,000 0

阿拉丁传奇旅游产

业（北京）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3% 10,720,000 0

新余柏鸣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0% 6,40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1,774,088 人民币普通股 201,774,088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97,435,608 人民币普通股 197,435,608

上海金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辇精

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4,165,014 人民币普通股 44,165,01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0,187,803 人民币普通股 40,187,803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5,503,875 人民币普通股 15,503,875

陈世辉 15,039,178 人民币普通股 15,039,178

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0,000

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

阿拉丁传奇旅游产业（北京）有限公

司

10,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20,000

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

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均为陈小兵先生，建投华文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与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签署一致

行动人协议，约定成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前述四位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

情况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和海航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情况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情况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于2019年11月16日对外披露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95），公

司将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以不超过10.55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股权激励计划，拟回购股份比例不低于0.5%（即402万股），不超过1%（即803万股）。

截至2020年3月31日， 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105,8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最高成交价为8.5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4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9,207,105元。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12,500

-

-

-7,500 6,244.08 下降 -300.19%

-

-

-220.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6

-

-

-0.093 0.078 下降 -300.19%

-

-

-220.11%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2020年1月24日文旅部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全

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 旅游产品，1月27后出发的出

境旅游团队，一律不得出行。 因本次限制出团政策，公司大部分出团取消，同时受疫情影响，

航空铁路客流减少导致公司配餐量一定程度下降。 另公司员工人数众多，属劳动密集型企

业；在直营零售模式下，全球200余个营业网点需持续运营，企业人工成本及场地租赁费用

支出较大。 目前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已出现亏损，预计第二季度业务也难以全面恢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2月26日 其他 机构

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

cn， 调研信息，《凯撒旅业：2020年2

月26日新浪财经“V路演” 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谢庆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志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文英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89,582,824.36 267,511,617.20 -2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956,511.69 47,962,700.44 -2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6,227,614.30 45,065,769.66 -4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3,823.11 63,940,154.75 -102.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80 -4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80 -4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7% 8.78% -6.2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619,213,717.90 1,654,494,007.27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75,470,437.95 1,340,516,544.39 2.6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94,723.91

主要是公司成功上市收到地

方政府奖励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9,722,844.23

增长较大原因是公司成功上

市募集资金到位后进行现金

管理形成的理财收益增加所

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9,038.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09,632.45

合计 8,728,897.3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03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桂林西麦阳光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10% 16,881,660 16,881,660

BLACK�

RIVER� FOOD�

2�PTE.�LTD.

境外法人 14.44% 11,548,800 11,548,800

广西贺州世家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5% 9,960,600 9,960,600

SEAMILD�

ENTERPRIS-

ES�GROUP�

(AUST.) �PTY. �

LTD

境外法人 12.38% 9,907,500 9,907,500

CASSIA�

NUTRITION�

LIMITED

境外法人 3.56% 2,851,200 2,851,200

隆化县铜麦企

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6% 1,887,060 1,887,060

谢玉菱 境内自然人 2.02% 1,612,560 1,612,560

谢世谊 境内自然人 2.02% 1,612,560 1,612,560

Li�Ji 境外自然人 2.02% 1,612,560 1,612,560

Xie�Liling 境外自然人 2.02% 1,612,560 1,612,56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项光隆 432,601 人民币普通股 432,601

上海塔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塔基新范式私募投资基金

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

窦大勇 248,812 人民币普通股 248,812

上海塔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塔

基综合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

崔实践 18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800

姜林 164,505 人民币普通股 164,505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

汯价值成长1期私募投资基金

15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3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0,499 人民币普通股 140,499

华泰金融控股 （香港） 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12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500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源

乘十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2）上海塔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塔基新范式私募投资基金、上海塔

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塔基综合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同一私募基金下的两款产

品。 （3）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4）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项光隆通过普通证券帐持有104,700股， 通过信用证券帐户持有327,901股，合

计持有432,601股；股东崔实践通过普通证券帐持有5,000股，通过信用证券帐户持

有175,800股，合计持有180,800股；股东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源乘十三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证券帐户持有12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同期减少29.13%，主要原因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线下门店人流量减少所致。截至目前，

公司销售出货量已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

税金及附加：同期减少50.0%，主要原因是收入下降及国家增值税税率下调所致；

销售费用：同期减少34.7%，主要原因是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市场推广活动投入有所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期增加1465.9%，主要原因是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后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购买

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有所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同期增加35040.2%，主要原因是新增公益捐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同期减少45.0%，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利润同比下降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股本

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减少30.3%，主要原因是春节旺季过后发货有所减少，收到的应收票据有所减少所

致；

预付账款：减少45.2%，主要原因是春节旺季过后发货有所减少，生产采购物资预付货款有所减少所

致；

其它流动资产：减少80.2%，主要原因是购买的保本保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增加75.0%，主要原因是春节后复工复产新增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减少30.8%，主要原因是上年年底为春节备货，生产物资采购量大，货款在账期内未支付，

一季度到账期后支付货款所致；

预收账款：减少36.0%，主要原因是春节旺季过后发货有所减少，预收货款有所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减少54.0%，主要原因是上年年底旺季发货较大，春节过后发货有所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期减少102.1%，主要原因是销售受疫情影响有所下降及上年年底

为春节备货，生产物资采购量大，货款在账期内未支付，一季度到账期后支付货款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期增加94.3%，主要原因是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赎回相对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期减少78.7%，主要原因是去年一季度江苏公司取得项目建设银

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暨对

外投资的议案，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已于2019年11月1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暨对外投资 2019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

资金

86,700 100,900 0

合计 86,700 100,9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2月25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年03月02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年03月10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年03月25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一》。

2020年03月25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二》。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金志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颖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叶

雅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801,171.79 3,812,066.44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9,493.11 148,232.00 -57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180,450.68 -1,758,961.71 -2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63,104.04 -3,694,087.33 -1.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8 0.0008 -5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8 0.0008 -5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5% 0.07% -0.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44,656,506.82 246,871,600.36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6,740,487.50 197,439,980.61 -0.3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80,957.57

截止到本报告期末，河北明智

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尚有

3,174.8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到

期应付未付，公司确认未按时

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产生的违

约金144.45万元

合计 1,480,957.5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45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市天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65% 41,864,466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庞增添益11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4.90% 9,050,000

福建晟联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8% 9,020,377

俞盛 境内自然人 4.67% 8,627,757

谢慧明 境内自然人 1.34% 2,468,601

潘光明 境内自然人 0.98% 1,816,263

深圳市瑞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0% 1,470,000 1,470,000

纪正祥 境内自然人 0.75% 1,380,000

董博 境内自然人 0.74% 1,360,60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信托·德善齐家231号家族信托

其他 0.73% 1,346,669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市天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864,466 人民币普通股 41,864,466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庞增添益11

号私募投资基金

9,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50,000

福建晟联辉投资有限公司 9,020,377 人民币普通股 9,020,377

俞盛 8,627,757 人民币普通股 8,627,757

谢慧明 2,468,601 人民币普通股 2,468,601

潘光明 1,816,263 人民币普通股 1,816,263

纪正祥 1,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000

董博 1,3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0,60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信托·德善齐

家231号家族信托

1,346,669 人民币普通股 1,346,669

侯恒斌 1,0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2,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未披露其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

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或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

应付职工薪酬 1,469,472.87 3,219,904.65 -54.36%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已支付

税金及附加 19,652.33 48,884.41 -59.80%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销售车位缴纳土地增值税

管理费用 2,027,939.18 3,239,701.67 -37.40%

主要系公司人员减少，职工薪酬、业务招待费等

较上期减少

财务费用 -103,096.38 -390,757.29 73.62%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较上期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49,969.71 486,622.58 -130.82%

主要系上期收到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00.00万元，冲回2018

年度已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60万元

营业外收入 1,494,507.57 1,912,484.30 -21.86%

主要系本期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到

期应付未付我司的股权转让价款余额较上期减

少1000万元，公司确认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

而产生的违约金较上期减少

利润总额 -716,313.38 90,719.04 -889.60%

主要系上期收到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00.00万元，冲回2018

年度已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60万元，本期确认

河北明智未来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产生的

违约金，利息收入较上期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99,493.11 148,232.00 -571.89%

主要系上期收到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00.00万元，冲回2018

年度已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60万元，本期确认

河北明智未来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产生的

违约金，利息收入较上期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848,062.99 1,253,369.78 -32.34%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较上期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149,967.97 461,578.15 -67.51%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2018年度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在

2019年第一季度交纳，2019年度房产税及土地

使用税在2019年12月交纳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0.00

10,000,

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收到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收购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明

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款1,000.00万元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0.00

10,000,

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收到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收购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明

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款1,000.00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0.00

10,000,

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收到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收购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明

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款1,000.00万元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0.00

160,000,

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退天安人寿履约保证金16,000.00

万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3,763,

104.04

-153,694,

087.33

97.55%

主要系上期退天安人寿履约保证金16,000.00

万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苏佳一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100%股份，并同时向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各项工作。 2020年3月13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 2020年3月1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2020年3月26日，公司回复了问询函，并

对《绿景控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文件

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在推进中。

2、2020年3月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由余斌先生变更为余丰先生，内容详见公司于3月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进行股权转让暨实际控制人变更完成的公告》。

3、因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智未来）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相关

款项给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明安），广州明安已于2019年11月

28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当日收到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该案已于

2020年4月15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金志峰

二O二O年四月二十九日


